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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OPLE LIVING WITH HIV

于感染者和病人的现实，全球感染者和病人网络 (GNP+) 制定
了一份新的五年战略规划。这份战略规划1建立在过去成绩的
基础上，并且勾勒出了未来五年的使命、愿景、目标和目的。

此份战略规划优先关注了我们的三大支柱工作：全球倡导、全球知识
管理，以及全球社区建设。

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(UNAIDS) 关于零感染、与艾滋病相关的零死亡、
零歧视的战略，以及新的战略，如作为预防的治疗，要求资源、服
务、治疗和基于权利的倡导得到紧急的扩大。感染者和病人参与到政
策以及项目方案的执行和监督中将对实现这些目标非常重要。

重点人群，如女性、青少年、男男性行为者、吸毒人群、性工作者以
及有一方感染的伴侣，需要更多的关注以加强他们在艾滋病预防战略
中的角色。此外，也需要更好的支持和协调，以在不同的网络和人
群间做出联合的努力。通过GNP+和UNAIDS开发的框架——《积极健
康、尊严和预防》，GNP+将会加强关于重点人群中感染者和病人在艾
滋病病毒应对中的参与。

提高治疗的可获得性可以减少新感染的人数，但是由于艾滋病相关的
资源在减少，使得与艾滋病相关的服务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。GNP+将
会在未来五年加强其倡导的角色。我们将与不同的研究和倡导伙伴合
作，推动艾滋病治疗、关怀和支持的可持续性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，
增强网络和社区的建设。我们也将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卫生的讨论
中。最终，GNP+将会通过清晰地交流我们的价值以及建立有效的合作
伙伴去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来提升我们的“形象”。

基

1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strategic-plan-2011-2015

这份简介基于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，其可以通过以下网址下
载：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strategic-plan-2011-2015.

GNP+是服务于感染者和病人，来自于感染者和病人的全球网络。它的
使命是改善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质量。它的愿景是在世界范围内，以
感染者和病人的领导力和声音为应对艾滋病病毒的核心，推动强有力
的、联合的感染者和病人的社会运动。

根据战略规划，GNP+的目标是通过致力于社会正义、感染者和病人
的权利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参与，在感染者和病人中，实现平等地获
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公益服务。这将通过GNP+的目的来实现，
即，感染者和病人更多地参与 (GIPA) 到与感染者和病人相关的项目方
案和政策发展中（GIPA原则）。

GNP+是唯一一个为感染者和病人服务的全球网络。GNP+通过机构和
网络支持感染者和病人，其日常工作由国际秘书处承担，并且受国际
感染者和病人理事会指导和监督。自1986年成立以来，GNP+的核心活
动是倡导（包括激进主义、运动和之策对话），信息和知识管理，以
及网络和社区的加强。

机构的指导原则是：感染者和病人更多地参与 (GIPA)；以感染者和病
人的需求为指导；受服务人群的驱动；透明和问责；致力于基于证据
的全球倡导日程；人权和公正；社会性别平等；包容和多样性；成本
效益和可持续发展。

全球感染者和病人网络 (GNP+) 出版
荷兰阿姆斯特丹 1001号，
邮政信箱11726

网站: www.gnpplus.net
电子邮箱: infognp@gnpplus.net

这份简介由 Jamie Bridge 和 Molly Lepeska开发，
由Raffaele Teo (arteo71@hotmail.com) 设计。

感染者和病人的环境

现如今的感染者和病人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，这包括：

挑战
• 持续的污名和歧视;
• 缺乏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的基本服务的获得;
• 那些提供资金的政府削减了其对艾滋病项目方案的支持;
• 缺乏接受资金的政府有效地兑现其对本国的感染者和病

人以及其他高危人群的承诺。

机遇
• 增加感染者和病人治疗的数量;
• 来自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有关在2015年底前实现普遍可及

的承诺4;
• 证据显示治疗有预防的效果，事实上，它是一个投资，

而不是单纯的开销5。

4  联合国全体大会2011年通过的决议：65/277 《关于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：加大行
动力度，消灭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》. 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5/L.77 

5  Schwartländer, B博士. (2011) 《通往一个进步的投资途径以有效地应对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》,《柳
叶刀》 第377卷, 期号9782, 2031-2041页, 2011年6月1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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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

至2015年底，感染者和病人需要:
•	 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的普遍可及。
•	 根除有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不平等或者是歧视的法律和

政策。
•	 使用保护感染者和病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，确保他们能

够获得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
为了满足这些需要，GNP+将会：
•	 扩大对艾滋病病毒应对更多投资的倡导，包括获得治

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•	 继续开发、分析以及散发资料，以扩大基于感染者和病

人及其网络的证据。
•	 支持感染者和病人建立网络，并且联合起来加强感染者

和病人的运动，以确保他们持续地参与到艾滋病病毒的
应对中。

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在咨询感染者和病人的基础上制定的。其
提倡“积极地预防”，并形成了一份框架3。这份框架描述了感染者
和病人在全球艾滋病应对中的领导力。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的
价值在于其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了舞台，使他们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
部分，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：

•	 打造一个支持性的、保护性的法律和政策环境，没有艾滋病相
关的污名和歧视。

•	 致力于改善和维持感染者和病人的健康和福利，这反过来会对
其伴侣、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贡献。

•	 推动全面的健康和福祉，包括普同地、平等地获得艾滋病的自
愿咨询，保密的检测、关怀和支持，以及及时地获得自愿治疗
和监督。

•	 消除一系列阻碍获得健康和尊严的因素，包括：贫困和不安全
的食品；缺乏精神和心理支持；缺乏教育机会；社会排斥；社
会性别不平等；污名和歧视。这些污名和歧视针对携带艾滋病
病毒阳性的群体；有注射吸毒、性工作和/或同性间性行为的群
体；以及认同自己是男、女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或者雌雄
同体的群体。

•	 考虑到不同的环境、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多样性，通过量身定
做的项目方案，来满足重点人群的需求，包括青年人和女性的
特殊需求。

2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global-advocacy-agenda
3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resources/positive-health-digity-and-prevention/item/109-positive-health-
dignity-and-prevention-a-policy-framework

全球倡导
通过修改全球倡导日程4以及坚持感染者和病人参与的
原则 (GIPA)，GNP+将会加强我们作为全球感染者和
病人声音的角色。GNP+也将会支持地方和全球的针
对人权、治疗、全球卫生、融资和千年发展目标的
倡导运动。

全球知识管理
通过继续开发和推广有效的工具以收集关于人
权、污名、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力的信息，GNP+
将会提高证据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。一个新的沟
通战略将会提高GNP+的透明度，这包括更有效
地咨询个人和合作伙伴；鼓励网络参与到行动研
究，并且公开地分享研究结果。

全球社区建设
GNP+将会完善我们的制度和结构，使其成为一个
受所有感染者和病人驱动的机构。GNP+将会实施
一个能力建设策略以支持基于地区、人群和议题的
网络，解决他们的需求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增强他们
的声音。GNP+也将会加强我们国际理事和秘书处的角
色、工作和多样性。

截止2015年底，GNP+将要实现什么？

我们如何去做 

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（基于三大核心支柱以及一次针对机
构工作的大规模回顾）将会在增加感染者和病人问责的同时确保
战略规划的成功。GNP+的理事会和秘书处将会制定详细的工作计
划以实施这份规划，并且将会对规划的过程做常规的评估。这将
会确保在2015年底前，GIPA原则能够提高感染者和病人以及他们
的家庭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活质量。

感染者和病人需要什么？



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

至2015年底，感染者和病人需要:
•	 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的普遍可及。
•	 根除有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不平等或者是歧视的法律和

政策。
•	 使用保护感染者和病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，确保他们能

够获得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
为了满足这些需要，GNP+将会：
•	 扩大对艾滋病病毒应对更多投资的倡导，包括获得治

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•	 继续开发、分析以及散发资料，以扩大基于感染者和病

人及其网络的证据。
•	 支持感染者和病人建立网络，并且联合起来加强感染者

和病人的运动，以确保他们持续地参与到艾滋病病毒的
应对中。

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在咨询感染者和病人的基础上制定的。其
提倡“积极地预防”，并形成了一份框架5。这份框架描述了感染者
和病人在全球艾滋病应对中的领导力。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的
价值在于其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了舞台，使他们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
部分，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：

•	 打造一个支持性的、保护性的法律和政策环境，没有艾滋病相
关的污名和歧视。

•	 致力于改善和维持感染者和病人的健康和福利，这反过来会对
其伴侣、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贡献。

•	 推动全面的健康和福祉，包括普同地、平等地获得艾滋病的自
愿咨询，保密的检测、关怀和支持，以及及时地获得自愿治疗
和监督。

•	 消除一系列阻碍获得健康和尊严的因素，包括：贫困和不安全
的食品；缺乏精神和心理支持；缺乏教育机会；社会排斥；社
会性别不平等；污名和歧视。这些污名和歧视针对携带艾滋病
病毒阳性的群体；有注射吸毒、性工作和/或同性间性行为的群
体；以及认同自己是男、女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或者雌雄
同体的群体。

•	 考虑到不同的环境、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多样性，通过量身定
做的项目方案，来满足重点人群的需求，包括青年人和女性的
特殊需求。

2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global-advocacy-agenda
3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resources/positive-health-digity-and-prevention/item/109-positive-health-
dignity-and-prevention-a-policy-framework

全球倡导
通过修改全球倡导日程2以及坚持感染者和病人参与的
原则 (GIPA)，GNP+将会加强我们作为全球感染者和
病人声音的角色。GNP+也将会支持地方和全球的针
对人权、治疗、全球卫生、融资和千年发展目标的
倡导运动。

全球知识管理
通过继续开发和推广有效的工具以收集关于人
权、污名、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力的信息，GNP+
将会提高证据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。一个新的沟
通战略将会提高GNP+的透明度，这包括更有效
地咨询个人和合作伙伴；鼓励网络参与到行动研
究，并且公开地分享研究结果。

全球社区建设
GNP+将会完善我们的制度和结构，使其成为一个
受所有感染者和病人驱动的机构。GNP+将会实施
一个能力建设策略以支持基于地区、人群和议题的
网络，解决他们的需求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增强他们
的声音。GNP+也将会加强我们国际理事和秘书处的角
色、工作和多样性。

截止2015年底，GNP+将要实现什么？

我们如何去做 

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（基于三大核心支柱以及一次针对机
构工作的大规模回顾）将会在增加感染者和病人问责的同时确保
战略规划的成功。GNP+的理事会和秘书处将会制定详细的工作计
划以实施这份规划，并且将会对规划的过程做常规的评估。这将
会确保在2015年底前，GIPA原则能够提高感染者和病人以及他们
的家庭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活质量。

感染者和病人需要什么？



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

至2015年底，感染者和病人需要:
•	 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的普遍可及。
•	 根除有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不平等或者是歧视的法律和

政策。
•	 使用保护感染者和病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，确保他们能

够获得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
为了满足这些需要，GNP+将会：
•	 扩大对艾滋病病毒应对更多投资的倡导，包括获得治

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•	 继续开发、分析以及散发资料，以扩大基于感染者和病

人及其网络的证据。
•	 支持感染者和病人建立网络，并且联合起来加强感染者

和病人的运动，以确保他们持续地参与到艾滋病病毒的
应对中。

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在咨询感染者和病人的基础上制定的。其
提倡“积极地预防”，并形成了一份框架3。这份框架描述了感染者
和病人在全球艾滋病应对中的领导力。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的
价值在于其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了舞台，使他们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
部分，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：

•	 打造一个支持性的、保护性的法律和政策环境，没有艾滋病相
关的污名和歧视。

•	 致力于改善和维持感染者和病人的健康和福利，这反过来会对
其伴侣、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贡献。

•	 推动全面的健康和福祉，包括普同地、平等地获得艾滋病的自
愿咨询，保密的检测、关怀和支持，以及及时地获得自愿治疗
和监督。

•	 消除一系列阻碍获得健康和尊严的因素，包括：贫困和不安全
的食品；缺乏精神和心理支持；缺乏教育机会；社会排斥；社
会性别不平等；污名和歧视。这些污名和歧视针对携带艾滋病
病毒阳性的群体；有注射吸毒、性工作和/或同性间性行为的群
体；以及认同自己是男、女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或者雌雄
同体的群体。

•	 考虑到不同的环境、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多样性，通过量身定
做的项目方案，来满足重点人群的需求，包括青年人和女性的
特殊需求。

2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global-advocacy-agenda
3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resources/positive-health-digity-and-prevention/item/109-positive-health-
dignity-and-prevention-a-policy-framework

全球倡导
通过修改全球倡导日程2以及坚持感染者和病人参与的
原则 (GIPA)，GNP+将会加强我们作为全球感染者和
病人声音的角色。GNP+也将会支持地方和全球的针
对人权、治疗、全球卫生、融资和千年发展目标的
倡导运动。

全球知识管理
通过继续开发和推广有效的工具以收集关于人
权、污名、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力的信息，GNP+
将会提高证据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。一个新的沟
通战略将会提高GNP+的透明度，这包括更有效
地咨询个人和合作伙伴；鼓励网络参与到行动研
究，并且公开地分享研究结果。

全球社区建设
GNP+将会完善我们的制度和结构，使其成为一个
受所有感染者和病人驱动的机构。GNP+将会实施
一个能力建设策略以支持基于地区、人群和议题的
网络，解决他们的需求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增强他们
的声音。GNP+也将会加强我们国际理事和秘书处的角
色、工作和多样性。

截止2015年底，GNP+将要实现什么？

我们如何去做 

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（基于三大核心支柱以及一次针对机
构工作的大规模回顾）将会在增加感染者和病人问责的同时确保
战略规划的成功。GNP+的理事会和秘书处将会制定详细的工作计
划以实施这份规划，并且将会对规划的过程做常规的评估。这将
会确保在2015年底前，GIPA原则能够提高感染者和病人以及他们
的家庭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活质量。

感染者和病人需要什么？



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

至2015年底，感染者和病人需要:
•	 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的普遍可及。
•	 根除有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不平等或者是歧视的法律和

政策。
•	 使用保护感染者和病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，确保他们能

够获得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
为了满足这些需要，GNP+将会：
•	 扩大对艾滋病病毒应对更多投资的倡导，包括获得治

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服务。
•	 继续开发、分析以及散发资料，以扩大基于感染者和病

人及其网络的证据。
•	 支持感染者和病人建立网络，并且联合起来加强感染者

和病人的运动，以确保他们持续地参与到艾滋病病毒的
应对中。

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在咨询感染者和病人的基础上制定的。其
提倡“积极地预防”，并形成了一份框架3。这份框架描述了感染者
和病人在全球艾滋病应对中的领导力。《积极健康、尊严和预防》的
价值在于其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了舞台，使他们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
部分，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：

•	 打造一个支持性的、保护性的法律和政策环境，没有艾滋病相
关的污名和歧视。

•	 致力于改善和维持感染者和病人的健康和福利，这反过来会对
其伴侣、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贡献。

•	 推动全面的健康和福祉，包括普同地、平等地获得艾滋病的自
愿咨询，保密的检测、关怀和支持，以及及时地获得自愿治疗
和监督。

•	 消除一系列阻碍获得健康和尊严的因素，包括：贫困和不安全
的食品；缺乏精神和心理支持；缺乏教育机会；社会排斥；社
会性别不平等；污名和歧视。这些污名和歧视针对携带艾滋病
病毒阳性的群体；有注射吸毒、性工作和/或同性间性行为的群
体；以及认同自己是男、女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或者雌雄
同体的群体。

•	 考虑到不同的环境、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多样性，通过量身定
做的项目方案，来满足重点人群的需求，包括青年人和女性的
特殊需求。

4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global-advocacy-agenda
5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resources/positive-health-digity-and-prevention/item/109-positive-health-
dignity-and-prevention-a-policy-framework

全球倡导
通过修改全球倡导日程2以及坚持感染者和病人参与的
原则 (GIPA)，GNP+将会加强我们作为全球感染者和
病人声音的角色。GNP+也将会支持地方和全球的针
对人权、治疗、全球卫生、融资和千年发展目标的
倡导运动。

全球知识管理
通过继续开发和推广有效的工具以收集关于人
权、污名、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力的信息，GNP+
将会提高证据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。一个新的沟
通战略将会提高GNP+的透明度，这包括更有效
地咨询个人和合作伙伴；鼓励网络参与到行动研
究，并且公开地分享研究结果。

全球社区建设
GNP+将会完善我们的制度和结构，使其成为一个
受所有感染者和病人驱动的机构。GNP+将会实施
一个能力建设策略以支持基于地区、人群和议题的
网络，解决他们的需求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增强他们
的声音。GNP+也将会加强我们国际理事和秘书处的角
色、工作和多样性。

截止2015年底，GNP+将要实现什么？

我们如何去做 

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（基于三大核心支柱以及一次针对机
构工作的大规模回顾）将会在增加感染者和病人问责的同时确保
战略规划的成功。GNP+的理事会和秘书处将会制定详细的工作计
划以实施这份规划，并且将会对规划的过程做常规的评估。这将
会确保在2015年底前，GIPA原则能够提高感染者和病人以及他们
的家庭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活质量。

感染者和病人需要什么？



GLOBAL NETWORK OF 
PEOPLE LIVING WITH HIV

于感染者和病人的现实，全球感染者和病人网络 (GNP+) 制定
了一份新的五年战略规划。这份战略规划1建立在过去成绩的
基础上，并且勾勒出了未来五年的使命、愿景、目标和目的。

此份战略规划优先关注了我们的三大支柱工作：全球倡导、全球知识
管理，以及全球社区建设。

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(UNAIDS) 关于零感染、与艾滋病相关的零死亡、
零歧视的战略，以及新的战略，如作为预防的治疗，要求资源、服
务、治疗和基于权利的倡导得到紧急的扩大。感染者和病人参与到政
策以及项目方案的执行和监督中将对实现这些目标非常重要。

重点人群，如女性、青少年、男男性行为者、吸毒人群、性工作者以
及有一方感染的伴侣，需要更多的关注以加强他们在艾滋病预防战略
中的角色。此外，也需要更好的支持和协调，以在不同的网络和人
群间做出联合的努力。通过GNP+和UNAIDS开发的框架——《积极健
康、尊严和预防》，GNP+将会加强关于重点人群中感染者和病人在艾
滋病病毒应对中的参与。

提高治疗的可获得性可以减少新感染的人数，但是由于艾滋病相关的
资源在减少，使得与艾滋病相关的服务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。GNP+将
会在未来五年加强其倡导的角色。我们将与不同的研究和倡导伙伴合
作，推动艾滋病治疗、关怀和支持的可持续性，并且通过社会媒体，
增强网络和社区的建设。我们也将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卫生的讨论
中。最终，GNP+将会通过清晰地交流我们的价值以及建立有效的合作
伙伴去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来提升我们的“形象”。

基

1  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strategic-plan-2011-2015

这份简介基于GNP+2011-2015年的战略规划，其可以通过以下网址下
载：http://www.gnpplus.net/en/about-gnp/strategic-plan-2011-2015.

GNP+是服务于感染者和病人，来自于感染者和病人的全球网络。它的
使命是改善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质量。它的愿景是在世界范围内，以
感染者和病人的领导力和声音为应对艾滋病病毒的核心，推动强有力
的、联合的感染者和病人的社会运动。

根据战略规划，GNP+的目标是通过致力于社会正义、感染者和病人
的权利以及感染者和病人的参与，在感染者和病人中，实现平等地获
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公益服务。这将通过GNP+的目的来实现，
即，感染者和病人更多地参与 (GIPA) 到与感染者和病人相关的项目方
案和政策发展中（GIPA原则）。

GNP+是唯一一个为感染者和病人服务的全球网络。GNP+通过机构和
网络支持感染者和病人，其日常工作由国际秘书处承担，并且受国际
感染者和病人理事会指导和监督。自1986年成立以来，GNP+的核心活
动是倡导（包括激进主义、运动和之策对话），信息和知识管理，以
及网络和社区的加强。

机构的指导原则是：感染者和病人更多地参与 (GIPA)；以感染者和病
人的需求为指导；受服务人群的驱动；透明和问责；致力于基于证据
的全球倡导日程；人权和公正；社会性别平等；包容和多样性；成本
效益和可持续发展。

全球感染者和病人网络 (GNP+) 出版
荷兰阿姆斯特丹 1001号，
邮政信箱11726

网站: www.gnpplus.net
电子邮箱: infognp@gnpplus.net

这份简介由 Jamie Bridge 和 Molly Lepeska开发，
由Raffaele Teo (arteo71@hotmail.com) 设计。

感染者和病人的环境

现如今的感染者和病人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，这包括：

挑战
• 持续的污名和歧视;
• 缺乏对治疗、预防、关怀和支持的基本服务的获得;
• 那些提供资金的政府削减了其对艾滋病项目方案的支持;
• 缺乏接受资金的政府有效地兑现其对本国的感染者和病

人以及其他高危人群的承诺。

机遇
• 增加感染者和病人治疗的数量;
• 来自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有关在2015年底前实现普遍可及

的承诺4;
• 证据显示治疗有预防的效果，事实上，它是一个投资，

而不是单纯的开销5。

4  联合国全体大会2011年通过的决议：65/277 《关于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：加大行
动力度，消灭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》. 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5/L.77 

5  Schwartländer, B博士. (2011) 《通往一个进步的投资途径以有效地应对艾滋病病毒/艾滋病》,《柳
叶刀》 第377卷, 期号9782, 2031-2041页, 2011年6月1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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